
一一、【、【西北专列西北专列】】
1、山西（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大同云冈石

窟、悬空寺、华严寺、五台山）中卫、内蒙、张掖纯
玩品质专列11日游

出发日期：10月9日左右，价格：2180元起
3、宁夏、内蒙、西宁、乌鲁木齐、吐鲁番、敦

煌旅游专列12日游
出发日期：10月8日左右，价格：2880元起

二二、【、【额济纳专列额济纳专列】】
乔家大院、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额济纳旗

胡杨、居延海、黑水城、怪树林、弱水胡杨、水洞
沟、黄河大峡谷108、沙坡头、金沙岛、西安秦始皇
兵马俑空调专列12日游

出发日期：10月6日左右，价格：3280元起
三三、【、【南方线路南方线路】】

出发日期：10月23日、11月6日、11月20日、

12月10日
线路1：港珠澳大桥、广州、珠海、佛山、香港、澳

门、海陵岛、桂林、韶山纯玩空调旅游专列11日游
全程纯玩0购物 价格：2980元起
线路 2：港珠澳大桥、广州、珠海、佛山、湛江、

海口、兴隆、三亚、桂林、韶山空调品质专列11日游
广东段纯玩0购物 价格：2980元起
线路3：中国桂林、阳朔、韶山、广州、中山、珠

海、港珠澳大桥，越南芒街、下龙湾、河内、天堂
岛、空调品质专列11日游

广东段0购物 价格：2280元起
线路4：广州、珠海、佛山黄飞鸿纪念馆、港珠

澳大桥、阳江海陵岛、桂林、阳朔、韶山空调品质
旅游专列11日游

广东全境纯玩0购物 价格：3180元起
所有专列具体出发时间以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华运直通车华运直通车
1、贵阳 黔灵山 青岩古镇 黄果树瀑布 西

江千户苗寨 凯里 昆明 大理 丽江 西双版纳
旅游包列13日游

出发日期：10月20日，价格：3680元

走出国门走出国门，，享遇世界享遇世界
中国出发中国出发 东南亚三国系列东南亚三国系列

1、〖探索金三角〗泰国清迈金三角大佛、清
盛、清莱，老挝南塔、会晒，缅甸大其力，中国西双
版纳12日游

出发日期：10月22日左右，价格：3980元起
1、越南、老挝、缅甸、中国西双版纳四国风情

13日
出发日期：每月 22 日左右 价格：288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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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娱

本报记者 裘晟佳

夏秋之交，又是新一轮水果大军杀到。你，今天吃水果了

吗？你，又真的懂它们吗？

最近，一部在腾讯视频播出，以各种网红水果为主角的纪

录片《水果传》，引起了广大“水果控”的注意。

早在去年年初播出第一季时，这部纪录片就收获了挺高

的人气及豆瓣 8.7 分的好口碑。目前已播出的第二季 4 期节

目中，巴西莓、仙人掌果、牛油果、富士苹果、木瓜等“流量水

果”轮番登场，带我们一探名种水果的原产地。

不过，对于更广大的吃货群众来说，更重要的是，片子里

的水果杭州能不能买到？或者有没有可以一较高下的“同类

不同款”应季水果？作为一枚“水果小白”怎么才能迅速掌握

挑选小窍门？

这两天，钱报记者就跑了杭州好几家水果店，请教了水果

达人。

看了这部纪录片才发现，自己对水果一无所知？作为一枚水果控——

《水果传》当然要看，当季水果也要会挑
看了这部纪录片才发现，自己对水果一无所知？作为一枚水果控——

《水果传》当然要看，当季水果也要会挑

进口苹果走盐系风
国产苹果选拉丝的不会错

苹果，是世界上流通最广、种植面积最大

的水果品种。到目前为止，曾经有 2 万多种

苹果因为人的喜好而诞生，又因人的善变而

被淘汰，包括那只砸中牛顿的苹果。

在第一集里，节目组就来到著名的“富士

苹果之乡”。1939 年，青森县的果农用美国

国光和红元帅，成功杂交出富士苹果。

在一个已有100多年历史、第一批培育苹

果的果园里，年轻的第四代接班人赤石淳市分

享了能够使苹果更甜的秘诀——魔法般的嫁

接技术，这样结出的苹果更甜，特别好吃。

包括富士苹果在内，日本青森苹果有几

十个品种，收获期通常从九月中旬开始。而

青森苹果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可

以买到，大型超市售价约为30元/个。

钱报记者在杭州逛了几家不同品牌的大

型水果连锁店，都没有发现青森苹果的身

影。电商平台上，倒是零星有几家在出售，价

格多在30~40元/个。

不过，一圈逛下来，钱报记者发现，有些

其它产地的进口苹果也很诱人。

在杭州大厦 LSE 城市生活超市，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这里卖得最好的苹果是“爱妃苹

果”“红玫瑰苹果”两款，产地都是新西兰，售

价分别是 49.8 元/斤（2 个）、29.8 元/斤（3 个

左右）。

记者总共花了40多元各买了一个尝尝，

与眼下市面上最常见的国产苹果相比，它们

的甜度不高，清脆爽口。不过，恰恰是这种口

感文艺小清新的“盐系”苹果，更受眼下年轻

人的欢迎。

至于国产苹果里，最出名的要数甘肃静

宁红富士和新疆阿克苏苹果，但后者的采摘

季节还没到。

“现在买苹果，静宁红富士是首选。这种

苹果松、脆、甜，两个（分量）赶一斤。”大三元

果业湖墅南路店的陈店长告诉记者，他所在

的门店一天至少能卖出30斤。

至于怎么挑？他教了一招：“苹果呢，要

选果皮上有一条条拉丝的。别看拉丝显得果

皮偏白，没红红的苹果好看，但是太阳晒得

多，养分比较足，吃起来才最甜。”

好吃的葡萄浇水都有讲究
石榴现在流行连籽一起吃

在最新播出的第 4 集中，亮相的都是人

气极高的“明星水果”。

率先登场的，是日本山梨县的“阳光玫瑰

葡萄”。这种葡萄粒大而甜，皮薄无核。

水上笃种植的葡萄拔得全国头筹，而它

的种植秘密却藏在灌溉用水里。他依照古

法，定期去山间采集特殊的微生物，培养成神

奇的灌溉用水。“经过两个月的精制发酵，液

体中的大肠杆菌消失了。在这微生物的基础

上再加入酵素，在叶子背面进行喷洒，葡萄的

甜度就会慢慢上升。”

此外，日本至今仍沿用手工筛选的方法，

一串 200 多颗的葡萄中，只有毫无瑕疵的 30

颗葡萄会被留到最后。在日本，葡萄会作为

礼品赠送，必须好看又好吃。

不过，这种葡萄极为稀少，基本上在中国

吃不到。但是国内的明星葡萄也不赖，眼下

正是浦江巨峰葡萄的上市尾声。

陈店长介绍起巨峰葡萄来，声音都显得

特别自信，“甜度高，水分多，从7月可以一直

卖到9月底，一天能卖出60多斤。”

只是对水果控来说，巨峰葡萄熟得不能

再熟了，如果想吃点眼生的水果新人，那可以

点名突尼斯软籽石榴。

石榴原产于西亚，被古波斯人称为“太阳

的圣树”，象征着吉祥富足。《水果传》中，亮相

的土耳其石榴来自坐落在地中海沿岸的达利

安，这里的土地中富含氮和维生素，结的石榴

大而饱满、甜度高，果汁丰盈，一颗石榴就能

摇身一变成为满满一杯石榴汁，连石榴籽都

被土耳其人拿来做菜。

但眼下正流行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是一

种可以连籽一起吃的石榴。只要你稍微留点

心，就会发现它几乎占据了每家水果店石榴

区域的C位，有的店甚至只卖这一种石榴。

“这个品种的籽比一般的石榴籽要小很

多，也更软，可以食用，颜色特别红。小的两

只一斤，大的一只就有一斤多。成本价就要

18 元一斤，正宗的售价不会低于 20 元一

斤。”陈店长说。

记者买了一个 35 元的大石榴回去尝了

尝，一掰开，满籽血红，抓一把放进嘴里，有种

在喝果汁的感觉，冰一冰口感会更好。吃的

时候，要小心爆浆哦。

那么，包得严严实实的石榴该怎么选

呢？“当然越大越好，皮越红的越成熟。新不

新鲜，要看蒂头，青的证明采摘下来不久。”
▲

▲《水果传》里
的达利安石榴。

记者买到的
突尼斯软籽石榴。


